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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这是一项专门用于翻印竖排中文古籍或书法

的字库（ttf、otf）制作方法。现今通用字库采用

固定 em 方阵设计，不能表达竖排中文古籍刻本或

书法字符在高低方向的参差错落状态，不能用于

古籍翻印，而彩色翻印成本高又不能修改内容。本

字库将字符侧转 -90°设计制作，把 TrueType 用

于表达西文宽窄变化的功能转而用于表达中文

高低参差变化，克服了现今通用字库固定 em 的弱

点。对横排右行排版的文本，选用本发明字库，当

即呈现为中文古籍标准的竖排左行且字符高低参

差变化状。技术进步，做字库的成本低于彩印，用

本发明字库翻印古籍刻本或书法，不仅修旧如旧，

还可修改内容，并极大地降低成本，有利于古籍市

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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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技术最显著的特征是字库中的字符图像侧转 -90°放置；本技术通过旋转字符，

利用 ttf 表达拼音字母高低一致、宽窄不一的技术原理，转而表达传统中文字符宽窄一致、

高低不同的特征。

2.对本专利汉字库的设计而言，如仅做到字符图像侧转 -90°是不够的，还要像设计

拼音字母一样对 em 标线（flag）的宽度进行调谐；如不调谐 em 宽度，字符显示会发生叠压，

破坏字体正常使用。

3.本专利字库不仅有着和拼音文字相同的em宽窄不一的设计特征，也能设计成otf字

库特有的连字符状态（西文如f t、f n转为： ，竖排中文的则如：再拜： 、顿首：

等），这对于采用固定 em 且字符图像正放的汉字库设计制作而言是不可能实现的。

4.本专利字库的原始图像（字稿）只能从原著中直接扫描后挑选出来，而不可能像现在

很多造字公司，将少数样本字拆解后，用造字软件拼出来；当然，如果仅仅是缺损个别字，也

可以进行拼合，但当前必然是手工完成的，不可能批量生成，因为现在所有拼字程序都是针

对固定 em 的，变化 em 的暂时还无法操纵。

5.因为字符图像来源和制作特点的关系，制作本专利字库的另一要点是进行行气（即

令字符在任意上下文中显得和谐顺畅）调谐；这种调谐必然要通过对字符在各种上下文环

境中的大小、轻重、动态感等的人工手动，力图做到在任意（至少是原作）上下文情况下行气

通顺（这也是实现用字库排版翻印古籍原作的基本要求）；这和一直以来固定 em，根据字面

大小、重心位置等设计的字体有着设计理念上的不同，具体方法上差异更大。

6.既然是侧倒了 -90°，那么在字库编辑程序中很容易旋转回来，恢复字符成为正放

状态，但如果仅简单地逆向旋转 90°，正过来后，即便调整统一了 em 宽度，也不宜用于通行

的横排版中，因为每个字符都有适合自己的长宽比；这和通常字库不一样，排版后会出现字

符大小不一、高低不一等状况；该特点对于辨识盗版有特殊意义。

7.可以理解的是，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可根据本申请的技术方案及其构思加以等

同替换或改变，例如，也可将 ttf 字库做成右向侧转 90°；结果达到文本的竖排右行，然后

经过适当变换（例如用宏替换方法），也可实现竖排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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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竖排古籍、书法专用字库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计算机字库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您所见本文属“横排右行”，即从左至右横向排版。有人可能并不了解，实际上这种

看似天经地义的排版方式，在中国大陆，只是解放后才流行起来。此前自有文字以来，几千

年，中文都是“竖排左行”。即竖向排版，从右向左排列。之所以 “竖排左行”，原于中文产生

于用竹简记录文字的自然环境。竹简长条状，左手执简，右手执笔书写，自然纵向书写最方

便，写毕左手依次从右至左摆放后编册，所以“左行”。

[0003] 从单个字看，在这种环境中，上下有宽容度，左右无宽容度。所以，对书写而言，一

般都会根据具体字型和笔画数写得或长或短，但宽窄不变。尽管后来发明了纸张，可文字及

其书写，作为文化，有传承性。古籍的书写、编排、刻印都继承了这个传统。

[0004] 通过对 GBK 所有 20902 个汉字所有笔画统计得知，汉字的横画 / 竖画为

110324/74911。从造字学角度看，汉字书写的环境方式可容忍横画多些，因为上下有宽容

度。横画多时，字写长点即可，如果竖画多，左右无宽容度，就不行了。刻本源于书法（先写

好再刻），因此古籍刻本看上去都纵成列而横无行。所以说中文古籍和书法汉字不是严格的

方块状。

[0005] 近年来，我们中国崛起，为保证中国文化的传承性，政府正主导大规模地翻印古

籍，文化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每年补贴或投资数以千万计（如：光明日报 /2009/8/12 报道 ：

2009年度古籍整理出版补贴132个项目金额达2006万元。西域图书馆论坛2008第 3期报

道：1200 万元补贴推进 2008 年古籍出版工作，等等）。不过由于所出图书价格奇高，市场效

果并不好。例如《中华善本再造工程》出的书，一套动辄几百成千甚至上万，使优秀古籍由

于价格原因远离了市场。

[0006] 造成翻印古籍价格奇高的原因是：为保持原著风貌（核心当然是字体），彩色翻印。

而彩印，因色次多、版次多和须用好纸，成品价高，且不便加标点等任何更改。当然也有扫描

后转为黑白单色制版印刷者，但由于古籍刻本当初的印刷质量加之多少年来的保存质量都

差强人意，转为单色印时，难以制成黑度均匀的印版，制版质量低劣，印刷成品糊虚不定或

满脸花。

[0007] 既如此，何不排字印？人们也这样想过，但字体不合适：一者，如果采用现成的

ttf 字库（宋、楷、黑、仿等），不论横排竖排，非原作字体，不能体现原作韵味，古意尽失，难以

取得人们的心理认同。二者，即便下决心，照原作做字库排印，但由于现行字库的 em（又称

em 方阵，TrueType 术语，指字库中字符的字面，以下简称 em）都是固定高度，这和古籍原有

的书法字体的灵活高低有技术距离，还是不行。

[0008] 凡中文活字，因大字符集，自古以来制坯和排版为便捷和质量控制，都要求严格一

致的方块状，否则参差不齐，印出书来不成样子（西方拼音文字则因小字符集，字符数量小，

即便是变化宽窄的，也并不增加多少字库制作的不便）。活字印刷这个缺点古人早知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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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特点和技术所限，无法解决。所以纵观中国印刷史，尽管活字印刷是四大发明之一，但实

际上所传优秀活字版古籍善本凤毛麟角。现在大规模翻印的，99%以上也都是手工书法的古

籍刻本，尽管这些刻本字体有些看上去似乎相差无几，实际上皆不相同。古代刻印图书，人

工写好后，将纸稿覆粘于木板，刻工刻版后印刷。人工书法是古籍刻本一书一字体之源。所

谓“见字如面”。这在古籍善本的版本鉴定中很有价值，也成了中文字库之渊薮。

[0009] 前文说过，汉字书法是纵向行文，每字高低根据笔画多少而略有变化。当前计算机

普遍采用 TrueType（ttf）、OpenType（otf）字库。这种字库源于西方的拼音文字，横排右

行，字母高低固定而宽窄要有变化。计算机、ttf、otf，也包括世界上应用最广的排版软件诸

如 word、Illustrate、Indesign、CorelDRAW 等都产生于西文环境，自然不仅适应西文的这

些特点，且有精密的操控设计。

[0010] 其实印刷技术演变到今天，中文汉字也早已从竖排左行转为横排右行。况且有活

字以来，该体所有活字都一般大小（在 TrueType 中，则表现为固定 em），技术上已同西方拼

音文字契合且一直正常运行。问题发生在想用现代桌面排版技术翻印中文古籍。一直以来，

中文为适应西方印刷技术，汉字库皆为固定 em（绝对的方块字）。这种固定 em 的字体方式

不可能容纳中文古籍书法汉字在高低方向上的变化。尽管有人通过某种设计或许也可能实

现正放字符图像的高低参差排版，但作为 TrueType 技术本身，毕竟并没有明确支持这种用

法，也未见实际成功案例，其他排版程序能否广泛认可更无从得知。例如正常编程对字库的

函数调用，如有超出 em 部分，必然被裁掉。要想制作出既能适应现代桌面出版软件又适应

古籍翻印的书法字库，则必须做到既能被 TrueType 支持，又满足汉字的特别需求。

[0011] 本发明通过将汉字字符旋转 -90°，巧妙地利用了 ttf、otf 对宽窄变化的灵活精

准转而适用于高低方向，使汉字TrueType也能适应中文古籍的书法状态。通过对ttf字库

的技术创新，使原本只擅长表达横排拼音文字的 ttf 也能准确表达传统中文的书法艺术特

征，进而达到替代影印，使低成本高质量翻印古籍刻本成为可能。

[0012] 实现对于古籍刻本的字库级排版翻印，目的不仅是要修旧如旧、保留古意、保留优

美字体，更要做到影印不可能完成的诸如校勘、修改、加注标点。使古籍刻本在保留原有风

貌的基础上，能更好地适应当代人的阅读习惯；还能让受到虫食鼠咬、霉变水渍、破损残缺、

糊虚不清等影印难以修复的残缺得以修缮复原。

[0013]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在网络越来越发达。随着网上发行的普及，纸质图书必然式

微。网上发行古籍，如用宋体字，大煞风景。令人欣慰的是，现今网络技术已可将字体特制

后在客户端显示（woff 技术）。配合竖排，无论读者使用什么设备，都能做到原汁原味。比

PDF 等带字体的格式文档更绝的是，通过 woff 显示，读者甚至可根据习惯爱好调整字体大

小以适合阅读！这恐怕让人难以料到。

[0014] 本专利字库制作技术方法还可应用到行书、草书字库的制作与应用上，使传统竖

写的中文书法更高质量地融入现代桌面出版系统中，从而为广告、设计等提供更多的艺术

选择。

发明内容

[0015] 本发明涉及一种专用于出版中文竖排古籍或书法（包括 TrueType（ttf）、OpenType

（otf），也包括其他内置编码方式调用的其它矢量或点阵）字库的制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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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采用本方法做成的字库，外形样式上的最大特征是：字符显示为侧转 -90°放置。

[0017] 正常横排右行的文本，如用本专利字库排版，因其旋转了 -90°，正常状态下屏显

虽不宜阅读，但打印后，旋转纸张，即可呈现为中文古籍标准的竖排左行。

[0018] 采用本专利方法制作的字库，相较现今通用字库，能更精准地表达中文竖排古籍

刻本或竖写书法字符高低参差的状态，并与现今通用桌面电子出版系统无缝对接，借用这

些软件强大的控制功能，既可以精准、精美、修旧如旧地排版翻印古籍刻本或书法，也可以

加注标点、校勘、修改；使古籍刻本在保留原有风貌的基础上，适应当代人的阅读习惯，并让

受到虫食鼠咬、霉变水渍、破损残缺、糊虚不清等影印难以修复的残缺得以修缮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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